
 

昇琢壶心之宾头卢尊者 

在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 

申购公告 

发起人：上海瀚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销人：上海衡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交易场所：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 

 
相关方声明 

本公告的目的仅为向申购方提供有关本次上海瀚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上海工美

艺术品交易中心发起《昇琢壶心之宾头卢尊者》紫砂壶申购的相关情况，公告同时刊载

在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官方网站。客户在作出申购之前，

请仔细阅读本公告全文。发起人、承销人承诺本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公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发起人上海瀚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及承销人上海衡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根据《上海

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交易规则》、《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托管交易细则》和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在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发起《昇琢壶心之宾头卢尊者》紫砂壶挂牌

交易。除了本次申购活动外，《昇琢壶心之宾头卢尊者》挂牌交易相关活动还包括申请、

评审、入库、挂牌交易等内容。 
请广大客户认真阅读本公告，并密切关注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官方网站

www.sace.org.cn 公布的相关信息。 
 

一、概述 
1. 根据《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会员管理办法》，2018 年 10 月，上海瀚晶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向交易中心提交了会员申请资料，经过交易中心审核通过，获得了在交易

中心发起艺术品类商品挂牌交易的资质；2015 年 10 月，上海衡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向

交易中心提交了会员申请资料，经过交易中心审核通过，获得了协助发起艺术品类商品

挂牌交易的资质。 
 
2018 年 11 月 2 日，交易中心组织了《昇琢壶心之宾头卢尊者》紫砂壶评审会。经

评审委员会一致决议，通过本次评审。 
 
交易中心定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开放申购《昇琢壶心之宾头卢尊者》紫砂壶。 

 
2. 本次参与申购对象为国内外对工美艺术商品感兴趣的社会公众。 
  
3. 网上申购重要事项 

商品全称 昇琢壶心之宾头卢尊者紫砂壶 

商品名称 宾头卢尊者 



 

商品代码 C00003 

商品类别 紫砂壶 

壶型 井栏壶 

泥料 原矿清水泥 

刻绘人 上海吴德昇文化艺术中心 

制壶人 富强陶艺 

商品规格 长 15cm，高 8.6cm，壶身直径 9.5cm，容量 320ml 

发起人 上海瀚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销人 上海衡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交易单位 把 

报价货币 人民币 

报价单位 元/把 

托管商品总量 1999 把 

发起人托管量 

1999 把  

发起人托管量中 100 把由承销人包销、1899 把用于申购 

申购数量 1899 把 (申购不足部分转为发起人持仓) 

申购价格 1999 元/把 

申购服务费 99.95 元/把 

承销人包销数量 首批包销 100 把  

承销人包销价 同申购价 

申购时间 2018 年 12 月 18 日 9:30-15:00 

申购次数 1 次，不可重复申购 

超额申购抽签方式 
按申购者的实际申购资金占全部申购资金的比例分配抽签号，抽签决定申购

结果。 

摇号中签日期 2018 年 12 月 19 日 

商品登记日期 2018 年 12 月 19 日 

申购未中签资金解冻日 2018 年 12 月 20 日 

上市日（挂牌交易起始日） 2018 年 12 月 20 日 

涨跌限幅 为上一交易日收盘价的 10%，挂牌交易首日涨跌限幅为申购价的 10%。 

最小变动价位 0.01 元 

交易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

指定仓库 中工美（北京）供应链物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最小提货单位 1 把 

仓储和保险费用 

存储在指定仓库的托管商品将产生一定的仓储和保险费用，2019 年 12 月 17

日前的仓储和保险费用由发起人支付，2019 年 12 月 18 日以后的仓储和保险

费用由商品持有人承担。具体费用标准见交易中心公告。 

 
本公告仅对本次申购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对本次申购的商品不构成购买建议。更

多信息请客户密切关注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官方网站相关信息。 
 

二、客户申购流程 
第一步：个人持身份证（机构或法人持营业执照复印件等银行规定的相关资料）前



 

往结算银行开立资金账户，并办理网上银行业务； 
第二步：登录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官方网站（www.sace.org.cn）并点击“我

要开户”，按步骤填写资料，或在“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微信公众号内自助开户。 
 
 

选择经纪会员 
 
 
 
 

阅读并确认《客户须知》 
 
 

签订《经纪合同》 
 
 

填写《开户申请表》 
 
 

提交并注册 
 
 
 
 
 
 

客户既可以在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官方网站（www.sace.org.cn）及微信公众

号自助开户，也可以在经纪会员处开户。 
第三步：客户可通过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的官网、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 等渠

道登录平安银行电商平台，办理银商转账业务，完成与平安银行银商绑定。 
第四步：客户开通银商转账后，登录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官方网站下载交易软

件，凭交易账户代码、交易密码即可参与商品申购和交易。 
 

三、费用 
客户参与艺术品类商品申购、交易的过程中会产生以下费用： 
收费项目（收费对象） 费率 收费说明 

申购费 
（承销人、申购客户）

5% 
分别向本中心和经纪会员缴

纳成功申购金额的百分之二

点五发售服务费 

交易手续费 
（买卖双方） 

0.3% 

买卖双方分别向交易中心缴

纳成交金额的千分之一交易

手续费和向经纪会员缴纳成

交金额的千分之二交易手续

费。 

阅读并确认《风险告知书》 

获得交易账户代码、交易密码



 

仓单注册/注销服务费 5% 

注册/注销日前五个有成交记

录的交易日（含申购日，不足

五个交易日的按实际天数计

算）加权平均价×仓单注册/
注销数量×5%（向本中心缴

纳百分之二点五，向经纪会员

缴纳百分之二点五）。 

仓储费、保险费（持有人）

2019 年 12 月 17 日前由发起人支付，2019 
年 12 月 18 日以后的收费标准由交易中心另

行公布。 

注：上述收费标准如有调整，见交易中心有关公告 

 
 

四、商品介绍  
《昇琢壶心之宾头卢尊者》壶周身皆由弧线构成，线条圆融有力，简洁明快；壶身

沉稳而不凝滞，斜向上的管状壶流与中心略为下沉的环形壶把前后呼应；壶钮柱状显上

丰下敛，与壶身呈上下一大一小的对称。嵌盖深入壶体，不仅密封好，而且恰好与平肩

处于同一平面上，毫无突兀之感；壶盖之上一圈线与口盖的子母线平行，形成一大一小

有致的波纹状，简洁中显柔美。 

清水泥泥色醇和尔雅，文人气息浓厚，使用日久愈呈红润包浆泡茶易上手，亲和力

佳，温度掌握简单，可轻松冲茗，泡养日久愈加红润朴拙，古穆端庄。 

吴德昇大师凭借着几十年对雕刻古法技艺的经验，以及个人优秀的绘画能力，将十

八罗汉玉雕原作白描画稿进行二次创作，呈现在紫砂壶上。壶面上运用了不同的白描线

条，勾勒出宾头卢尊者的特点，人物造型生动。尊者手上的灵芝、身旁的老鼠、周身围

绕的祥云，以及拐杖上挂的葫芦都与刻绘的壶铭“福气”招相呼应，周边景物、远近、

虚实，画面整体感强。 

《昇琢壶心之宾头卢尊者》作品沉静之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感

悟与融入作品中的情感，是紫砂器物融合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题材的佳作。 

 

五、发起人、承销人及交易场所介绍 

1. 发起人——上海瀚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瀚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 C90 号发行会员。 
 

2. 承销人——上海衡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衡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是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 803 号承销会员。 

 
3. 交易场所——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 

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是上海市首家通过经信委和金融办批准设立的同类型交

易场所，是上海市推进文化产业建设与发展的组成部分。交易中心依靠上海建设国际金

融中心和支持各类要素市场发展的政策引导与有利环境，依托互联网技术成果和专业团

队，为工美艺术品的投资、收藏爱好者打造高效、快捷、公平的电子交易平台。 
 
六、发起人、承销人联系方式 



 

发起人：上海瀚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人： 余立 
电话：13901734567 
 
承销人：上海衡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 刘建国 
电话：13801928166 
 
                                        发起人：上海瀚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销人：上海衡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14 日 

 


